
聚焦

文化新观察

甜宠剧配方里，缺了一味“现实”
杨 毅

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类型，影视剧一
直都将青年和青春文化作为荧屏一道主
流景观予以呈现。其中，青春偶像剧是一
个重要题材类型。而近年来的电视剧市场
在原有青春偶像剧的基础上，又衍生出一
种名为“甜宠剧”的生产类型。从 2019 年
的《致我们暖暖的小时光》《亲爱的，热爱
的》，到今年的《下一站是幸福》《时光与你
都很甜》《冰糖炖雪梨》等等，甜宠剧热播
已成当下荧屏的一个现象。

折射青年人某种隐约的情感焦虑

作为“2.0 版的青春偶像剧”，甜宠剧
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它不仅
意味着青春文化自身的发展演变，也折射
出当前青年人某种隐约的情感焦虑。

作为甜宠剧的“前史”，中国青春偶像
剧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些
早期类型剧。2007年， 赵宝刚执导的 《奋
斗》横空出世，改变了之前青春偶像剧过
于偶像化的样貌。这部讲述“80 后”青春
成长的电视剧， 因其突出的现实品格而
广受欢迎。以赵宝刚“青春三部曲”为代
表的电视剧， 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青春剧
的热潮。 它们不再是单纯讲述青春校园
的爱情故事， 而是寻求与职场、 家庭、军
旅、古装等多种题材的融合，显示出较强
的现实性。

有趣的是，2010年以来的青春偶像剧
并未沿着这种现实品格继续前行，而是在
历经现实主义的短暂繁荣后，回归倚重偶
像化和幻想型的人设风格，由此进入“青
春偶像剧 2.0时代”的甜宠剧模式。也就是
说，甜宠剧既回到了青春偶像剧早年的玛

丽苏模式， 也是在其基础上的更新与升
级。这里有两种类型值得关注：一是试图
在怀旧中勾勒青春的倒影， 如 《匆匆那
年》《何以笙箫默》《最好的我们》；二是展
现一种表面岁月静好的安稳生活，如《微
微一笑很倾城》《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

然而，在剧情所营造的种种“小确幸”的
背后， 实则有难以直面现实尴尬处境的
焦虑。 那些脱离现实基础而讲述的爱情
“神话”，不仅是对青春文化内涵的简化，

也暗藏着对现实问题的规避。

甜宠剧的走红，固然与市场的选择密
不可分，但更值得剖析的是其背后的深层
原因。

构造出一个差异空间

顾名思义，甜宠剧以“甜”和“宠”为核
心，主要以年轻人的恋爱生活为主线展开
情节叙事。

在这拨甜宠剧中，“单纯”“美好”“热
爱”是高频出现的关键词。它们制造出一
种“简单爱”的幻觉，暗含着现实中复杂的
世界能够被想象中简单的二人世界所冲
淡的愿望。换言之，不少甜宠剧的逻辑就
是通过想象一种不真切的单纯，来拒绝拥
抱现实的激情。在许多甜宠剧精心构造的
空间里， 一切都围绕两人的爱情展开。这
里只有爱与不爱的纠结、 如何去爱的不
解，却没有来自人生的理想和焦虑。

《亲爱的，热爱的》男女主为核心设计
人物和剧情，其他角色无一例外地沦为两
人恋爱的“助攻”；《冰糖炖雪梨》干脆让主
角戴上“冰神”的光环，以便不必担忧感情
之外的事情。简言之，甜宠剧用它的单纯

和美好建构出一个差异空间，为的是想象性
地躲避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难题，而不必“直
面惨淡的人生”。

如果说，仅仅认为甜宠剧强调的“甜”和
“宠”是为了逃避生活的“苦”和“累”，反而更
加折射出现实的粗粝和青年自身的困境，其
实还不能触及“甜宠文化”的根本所在，也无
法解释这一拨甜宠剧的流行区别于此前偶
像剧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在此前一些偶像剧中，甜宠更
多指向一种甜蜜，乃是一种结构性的情感逻
辑，是徘徊在现代社会入口时的青春忧郁症
的发作。而今天的甜宠剧，某种程度上成了
一种缺乏情感逻辑的“单纯的美好”，既缺乏
历史又不愿面对现实。

《冰糖炖雪梨》中的男女主角虽以“相爱
相杀”的面目出现，但恰恰是这种“精美的怨
怼”， 才无意间暴露了生活本身的无力和爱
情话语的魔力。换言之，剧中男女主角的相
遇越是离奇和疯狂，也就越能证明爱情的伟
大和神圣。不妨说，甜宠剧吊诡地呈现出悖
论式的文化逻辑， 即通过否定现实的冲动，

来唤起存在于当下的强烈的生存感。 一方
面，甜宠剧用想象拒绝来自现实世界的竞争
与压力；另一方面，它又必须用各种“高甜”

的装置来证明存在的意义。原因在于，甜宠
剧既然无力构筑一个复杂的世界，就只能把
这个世界简化为理想爱情的可能。 似乎，在
今天，没有比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轰轰烈
烈的爱情更能证明这个世界的“真谛”。

对他人的生活的旁观

作为“青春偶像剧的 2.0版”，可以说，甜
宠剧将爱情偏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乐

于以“去物质化”的方式来强调爱情的“纯
粹”。因此，在甜宠剧中，我们看到了“爱情”

是如何支配起一个人的生活， 更准确地说，

是如何借助对爱情的想象建构起掌握全景
知识的幻觉。《亲爱的，热爱的》借助电竞题
材的外壳讲述青春故事，但核心依旧是高甜
度的花式开撩。《冰糖炖雪梨》看似多了“热
血励志”的元素，但也不过是为“冰糖 CP”制
造剧情。

在笔者看来，不能将此种现象简单地看
作年轻人面对现实失落后的补偿机制或情
感慰藉。毕竟，当我们批评这些作品缺失现
实主义的营养时，还必须承认，这些作品的
走红是现实的存在。事实上，尽管观众会不
自觉地带着自我投射的情感体验，但应该鲜
有人会将剧中的情节逻辑代入现实生活中
去。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在观看
与己毫不相关的“他人的生活”。也就是说，

通过观看 “他人的生活”， 来满足自己的需
求，这是偶像剧消费时的心理机制。而甜宠
剧再一次把这个机制放大。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对于那些为
浪漫之爱所支配了生活的人们而言，罗曼司
还是一种保障心理安全的形式。这就不得不
令我们重新思考甜宠剧的爱情话语，特别是
作为观众的情感体验。如果结合当下年轻人
的婚恋情况来看，甜宠剧流行的背后或许还
有一种“爱冷淡”的存在。在恋爱成本越来越
高的今天，如果可以用幻想谈一场永远不分
手的恋爱，塑造一种完美的恋爱关系，为什
么还要如此辛苦地付出？ 前者虽然虚无，但
毫无成本，又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但
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缺失了一味“现
实”的甜宠剧配方，能实现多少真实的价值？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刊
评论 夕拾 综合

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特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约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刊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登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海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艺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论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项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基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金

13评论
2020年 5月 28日 星期四
www.jfdaily.com

主编：黄玮 执行编辑：张克伟 ZHAOHUA

文化赋能：游戏产业的必由之路
张 满

互联网+时代， 游戏早已和网络风雨
同舟，生死相依，几乎所有的单机游戏都
在强化网络元素和多人模式。就连“微信
运动”也俨然变成了一款大型多人回合制
角色扮演类网游，有公会、有任务、有高
手、有排行榜、有奖励、有周边，造就全民
健身的氛围。

而游戏究竟是消遣还是狂欢，是艺术
还是生活？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
找到答案。

游戏产业价值链共有六层：资本和出
版层；产品和人才层；生产和工具层；发行
层；硬件层；用户层。其中最具影响力又常
常被整个产业忽视的是用户层。对游戏而
言，玩家们是一款款游戏的参与者、亲历
者、成就者。在远古时代，我们共同劳动、

共同生活、共同创造物质财富；在网络时
代，我们共同娱乐、共同生活、共同创造精
神财富。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和而不
同。

虚拟世界的特性决定了游戏产业应
该是创造精神产品的集合体。今天年轻的
玩家，明天可能是游戏的开发者、设计者、

管理者，他们的经历和回忆，他们的收获
与遗憾，或许将成就明天游戏的底色。

从有意思到有意义，游戏
离不开文化属性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的《激活网游
产业的文化属性》一文中，对游戏提出了
新的要求：“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既有娱乐
性又有文化性”。强调游戏的文化属性，对
于整个游戏产业的更好发展来说，具有里
程碑的意义。

这意味着游戏产业中的创作者可以
尝试着不断伸出敏锐的文化触角，既回望
历史的传承，又关注时代的脉动，并时刻
呼应当代人类的精神需求，而不只是简单
粗暴地将道德价值和文化基因强加于游
戏的故事、人物、设计、画面和音乐中。体
现健康向上的人文精神的优质网络游戏，

应当能够潜移默化地引导游戏者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表面上看起来， 游戏玩家要体验、不
要说教；要快乐、不要忧伤；要轻松、不要
严肃。本质而言，游戏的运行过程取决于
游戏玩家一系列有意义的选择，是玩家对
假想现实的模拟。网络游戏表现出的前所
未有的沉浸性和参与度，使得游戏玩家最

终借助幻觉达到一种更具逼真性的假象。

游戏的特殊性，使得游戏产业的最终目标
不是简单地满足用户的需求，而是对应着
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帮助他们实现更深层
次的精神追求，即启发他们直面“想成为
怎样的人”这一问题。

例如，暴雪娱乐公司（Blizzard）旗下的
游戏《魔兽世界》，已经不仅仅是他们为受
众提供的娱乐方式， 更是一种文化输出。

在玩家们享受游戏过程的同时, 游戏中的
文化正悄无声息地影响着玩家的行为准
则、思维方式。

在看似无意义的娱乐性中发掘有意
义的文化性，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更是
不可或缺的指向。 游戏应当有文化属性，

这既是某个人、某个游戏团队、某个游戏
公司的责任，乃至游戏产业的责任，更是
游戏的意义所在。

鼓励原创，注重培植，重塑
良好的游戏创作文化环境

几乎所有的文化行业都在呼唤原创。但
原创不易。于是，我们看到，世界各大游戏公
司纷纷祭出怀旧大招，炒冷饭，卖情怀，但游
戏产业本质的生命力存在于原创中。

近年来，我国对游戏产业健康发展进行
了一系列规范管理，“主要指标的改善体现
了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链的完备以及
国际化步伐的加快”。而着眼未来发展，在设
立游戏出版选题计划制度和游戏出版重点
选题库，对原创精品游戏给予政策、资金和
宣传推广方面的支持之外，还需要更融洽的
氛围以及更专业的管理者。

据统计，2020年第一季度， 仅移动游戏

市场就收入近 550 亿元， 在骄人的业绩背
后，我们依然要保持清醒。放眼当下的游戏
创作，有“抄袭无罪，氪金有理”的怪论；审视
如今的游戏环境，有“金钱至上，外挂成灾”

的乱象……对此，游戏产业相关管理部门应
强化指导、规范和监督职能，做好游戏产业
的定海神针。

作为一种创意产品，游戏内容的健康永
远是关乎其发展的关键。“求木之长者，必固
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此，加
强对游戏创作的理论指导，重视对游戏产业
优秀人才的培养，也十分重要。

深耕文化，打磨精品，将是
国产游戏发展的最佳出路

网络游戏从 1978年诞生到普及经历了
20 年，从 2000 年开始井喷，到如今又是 20

年。历经 40 年发展，而今处于群雄逐鹿、百
家争鸣时代的中国游戏产业，应该说，并不
缺乏亮点。

例如，金山软件公司西山居工作室发行
的系列游戏《剑侠情缘》，从 1996年到现在，

从单机游戏到网络游戏，从风靡国内到走向
世界，经历许多次版本更迭，弘扬中国文化
初心不改， 最终成就国产游戏口碑之王。这
或许印证了业内人士的一个共识：“传统文
化元素是当下年轻一代正在探索新表达的
流行风尚，因此深耕文化，打磨精品，将是国
产游戏发展的最佳出路。” 从某种程度上而
言，游戏的文化赋能，使得“寓教于乐”不再
是一句空洞的表达。当然，不同游戏的艺术
创意与文化植入，仍需不断地创新与完善。

近日，一则“高中生历时 3 年用游戏软
件复制母校”话题上了微博热搜，南京市金
陵中学学生吴何乐，耐住寂寞，历时三载，用
业余时间在游戏中复刻母校，他与众不同的
打开游戏的方式， 也从另一个角度演绎着
“寓教于乐”的美好。

2019年的《中国移动游戏出海行业报告
研究》中提到，“尽管文化差异、成本提升与
原创能力欠缺构成了国产游戏出口的挑战，

国产移动游戏还是依靠精细优质的游戏研
发质量、丰富多样的游戏内容选择和专业勤
勉的运营维护服务，2018年在海外市场营收
421.2 亿元，同比增长 30.8%。”这既是对国
产游戏产业成长的见证，也是对蕴藉于游戏
中的文化力量的见证。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

第 15 届中国国际动漫游戏博览会推介活动现场。 蒋迪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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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以来，剧场打烊，戏曲演出
戛然而止。然而，前不久的上海，发生
了一桩戏曲演出传播史上前所未有
的事件———“12小时戏曲全媒体大直
播”。有报道称，这场直播全网观看收
听用户超过 260万人次。如若将其转
换成剧场数据， 便是近 3000场的观
众， 接连看了四五场戏演出的海量。

当然，这是一种假定的换算，用来说
明“大直播”覆盖之广泛。12小时的直
播，名家川流，诸腔尽显，实况展现了
全国戏曲人同心抗疫的精神情怀，也
隐约令人感受了戏曲终将面临的一
些困境。

“大直播”以“致敬英雄，艺起前
行”为主旨，似乎“高举高打”了。然
而，这八个字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
根有据：疫情初始，便有戏曲院团或
以“致敬英雄”，或以“艺起前行”为号
召，在公众号里频频推出反映抗疫精
神的戏曲节目。微信自媒体，成了各
地戏曲人表达心声的天地，其中不乏
广为传播的帖子。 有位花脸演员将
《智取威虎山》李勇奇那段“二黄”重
新填词， 唯一保留的原词是 “亲人
哪”， 将这三个字赠予驰援武汉的医
护人员，唱得声情并茂，让人心颤。还
有一段《奇袭白虎团》严伟才的“西皮
流水”，经重新填词，用来表现举国抗
击、打败疫病的决绝意志。戏曲有融
入时代的传统， 素来崇尚 “文以载
道”；热衷“高台教化”，戏曲人亦不乏
直接投身社会运动者。 一百多年前，

孙中山先生题词褒奖上海伶界“急公
好义”， 便与沪上伶人潘月樵积极参
与辛亥革命活动的事迹有关。

可见，此次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倾力推动的“大直播”，在主旨上充分
契合了广大戏曲工作者的心声，反映
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担当。也使
戏曲人几个月来累积胸间的能量和
愿望得到一次集中迸发。他们在网络
云端的表现，一如在剧场直面观众时
的真切。直播中，武汉京剧名家朱世
慧先生的一句“我，想念舞台”，撩动
了多少戏曲人的心里潜藏。

是的，疫情之于戏曲，无疑是雪
上加霜。失去舞台的戏曲人，其内心
的焦虑， 行外人怎么想象和揣摩，都
难以接近其幽深之处。其间，戏曲人
纷纷涌向网络，因陋就简做出各色小
视频， 在斑驳迷离的信息潮流中，竭
力彰显着自身艺术的存在。即便只在
原本就熟悉的圈子里传播，也是聊胜
于无的心理慰藉。其危机感与求生欲
的相互包裹，投射出戏曲人在遭遇困
境时的禀性，那便是原始生命力量的
顽强。纵然他们本不是网络时代的弄
潮儿，但依然勇敢地冲进这片陌生的
世界。

近代以来，中国戏曲的命运可谓
多舛。几度社会转型，世风变迁，戏曲
忽而被顶在风口， 忽而被拍入谷底，

但戏曲就像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

总是在绝境中赢得新生。这种不死的
生命禀赋，来自戏曲人骨髓里的创造
精神。或许，有人并不认同此说，反以
为戏曲热衷于守成。其实不然。中国
戏曲从来就是一个自由流变的发展
过程，好似一条由无数声腔竞相争流
的生命大河。今天的戏曲剧种，能够
伫立世间， 多是与时俱进的佼佼者。

诚然， 它们原始的生命禀赋会因为世事的平静顺遂而蒙上
几分慵懒，甚而陶醉于时代的荫护，而此次疫情的突如其来，

确乎是给世人击一猛掌：世间没有恒定的不变，唯有变化才
是永恒。戏曲人自是敏锐感知了未来演艺环境的不确定性。

疫情，终将是要远去的。但是疫情之后带来的心理延
宕，似乎于冥冥之中告知我们，世事变化的时间轴线正在
被搅乱和压缩，变数不可预测。戏曲是到了祭起长于创造
的禀赋和利器，积极催生自身生存能力的时候了。倘若顺
境中的戏曲曾以守成为生存支点，那么逆境中的戏曲必将
以创新发展作为生存的支撑。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很多年来，其实已经有戏曲
人在勇敢探寻戏曲发展的新路径。

探寻之一，学习现代环境下的戏曲传播方法，尤其是
提高戏曲传播的有效性。就近看，仅上海就有一班非常优
秀的年轻京昆艺术家，在互联网上弄得风生水起，聚起一
批粉丝。还有上海京剧院与网络公司携手的京剧皮肤手游
项目。往远看，霹雳布袋戏从草台班到电视、电影，再到网
络播出平台，直至成为动漫产业。让艺术传播回归艺术，其
意义不止于焕发传统艺术的魅力与内涵，也将引发戏曲艺
术本体的表达变革。

探寻之二，乃是更具本体意义的，即戏曲剧目的创作
观念变革与创新。疫情后，辞别了安逸的戏曲人，不再羞于
创造与创新，而是深知游离时代人心的戏曲演艺，终究难
以俘获时代人心。创新与创造，是上海戏曲人安身立命之
本。素有独特的观念优势、人才优势和运作优势的上海戏
曲界，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让戏曲作品
“演人世，讲人话”，让平凡的演艺成为市民的喜闻乐见，成
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纵使疫情来袭，人们一旦躲过了它
的肆虐，还将走进这曾经牵肠挂肚的戏曲剧场，上海仍将
是中国戏曲创作和演艺的高地。

一场“大直播”，投射出戏曲人的激情与困惑，堪称难
得。


